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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段世铜）4 月
8 日， 怀化市公安局召开队伍教育
整顿查纠整改部署会。 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杨志红出席会议并作
部署讲话，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
十二指导组副组长陈少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

杨志红表示，在市委的正确领
导下，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十
二指导组特别是公安机关现场指
导专班的指导下，市局深入贯彻中
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队伍教育
整顿各项工作推进有序，学习教育

环节规定动作落实有力，自选动作
有声有色， 整体实现了良好开局，
人民群众对公安队伍的满意度明
显提升。 查纠整改环节是整个教育
整顿的中心环节，问题查纠深不深
入 、整改彻不彻底 ，直接决定着教
育整顿的成效 。 一要强化政治自
觉， 切实增强自查自纠的主动性；
二要坚持刀刃向内，切实增强组织
查处的严肃性 ； 三要敢于刮骨疗
毒， 切实增强专项整治的靶向性；
四要精心组织推进，切实增强查纠
整改的实效性。

陈少华就市局如何抓实抓好
查纠整改环节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准确把握环节要求，确保查纠
整改取得实效 ； 二要稳妥有序推
进 ，切实抓好查纠整改工作 ；三要
坚决打好顽瘴痼疾整治战，推动执
法司法公信进一步提升。

会议由市局党委副书记、常务
副局长李奇勋主持。 在家局领导，
原正 、副调研员 ，一级、二级高级警
长，交警支队、看守所、戒毒所、警培
部、沃溪分局、森林公安班子成员，局
机关全体民警共 330人参加了会议。

“如果群众不方便， 那就把办证窗
口 ‘开 ’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 。 ”4 月 6
日，黄金坳乡派出所户籍民警林涛在给
群众上门办证时说。 这已经是她今年来
第 9 次上门为群众办证了。

4 月 6 日上午， 林涛接到凉亭坳乡
民政办求助，3 名凉亭坳乡籍的五保户，
因身份证遗失，造成诸多惠民政策无法
正常享受 ，且 3 人行动不便，无法到派
出所办证，请公安机关帮助解决。 事不
宜迟，林涛马上与民政办工作人员约定
时间，很快就来到 3 名五保户居住的养
老院上门办证。 因 3 人长期患病，行动
不便，简单的采集照片工作也变得不那
么轻松。 为了确保上传到网络的照片能
一次通过 ， 林涛耐心地给 3 人调整姿
势，寻找角度，经过不停地尝试，终于为
他们办好了二代身份证。

当得知很快就能拿到新的身份证
时，3 名五保户都很高兴，说：“感谢人民
警察，感谢小林。 ” 通讯员 林涛

本报讯（通讯员 粟倩文）会同
县公安局统筹推进教育整顿和业
务工作， 以教育整顿坚定信念，以
工作成绩检验教育整顿成效，努力
实现同向发力、互为促进。

2020 年 11 月，该局在开展“断
卡行动 ”线索核查工作中 ，通过精
心研判，深挖线索发现了一个利用
银行卡为境外网络赌博、电信诈骗

等犯罪活动进行资金结算的犯罪
团伙,因案情较大，县局反“电诈”民
警迅速向县局党委汇报。 在县局党
委的统一部署下， 组织精干力量，
经过多天地蹲守奋战 ，3 月 20 日 ，
在怀化鹤城某房屋内将该团伙的
粟某、林某、郑某等 9 人一举抓获。

经查，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该团伙在会同县、怀化市

鹤城区等地利用银行卡为境外网络赌
博、 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进行资金结
算，结算资金共计 200万余元。

经审讯，以粟某为首的 9 名犯
罪嫌疑人对利用银行卡为境外网
络赌博、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进行
资金结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
前 ， 粟某等 9 人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沅陵公安抽丝剥茧挖出案中案
本报讯（通讯员 舒莎 刘芳）为纵深推进教育整

顿工作，着力提升主责主业能力，近日，沅陵县公安局
城东派出所在侦办一起故意伤害案时，深挖出一起系
列盗窃案。

3 月 23 日下午，一群众报警称其男友被人打伤。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经初步调查询问，受害人指认自
己被方某打伤。面对民警询问，方某眼神游离，支支吾
吾，经验丰富的民警从其神情中，猜测其身上极有可
能还有案子，便将其带回派出所。

审讯时，方某拒绝配合。民警通过开展大量工作，
获悉方某曾因寻衅滋事、盗窃被公安机关多次打击处
理。民警顺藤摸瓜，查到“2018.12.30”系列盗窃案也是
方某所为。 面对铁证如山，方某如实交代当年他在城
东辖区网吧里接连盗窃手机并连夜出逃。 这次刚回
来，就因伤人被抓获。

目前，方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麻阳交警速破交通肇事逃逸案
本报讯（通讯员 杨怡琳）4 月 7 日上午，有市民

将一面印有 “人民警察为人民 破案神速显神威”的
锦旗， 送到麻阳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事
故中队民警手中， 对民警迅速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
表示感谢。

3 月 29 日上午 7 时 20 分许，事故中队值班民警
接到报警：称在汽车站进口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伤
者入院，肇事车辆已逃离事故现场。 接警后，值班民
警一组前往医院了解情况，一组赶赴现场展开勘查，
经走访排查和调取路段周边区域的监控录像， 当天
下午 6 时许锁定了嫌疑车辆。 通过对嫌疑车辆损毁
部位核查比对，确认该车为肇事车辆。 驾驶人对其交
通肇事逃逸行为供认不讳，案件告破。

靖州公安
联合多部门开展夜查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龙俊霓 尚萌）4 月 8 日晚，靖州
苗族侗族自治县公安局联合教育局、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辖区人员
密集的 KTV 开展清查 ， 打击惩处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

检查组先后深入城区多家 KTV、 娱乐会所开展
夜查活动。 主要针对夜间安全巡查制度是否落实；疏
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
明等基础消防安全设施是否完整好用； 是否接纳未
成年人；是否存在 “黄赌毒”现象等方面进行深入检
查。

检查发现，上一阶段勒令整改的安全出口上锁、
疏散通道堵塞、无营业执照等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
未成年人禁止入内标志也张贴在显眼位置。 但仍有
部分 KTV 存在隐患，如应急照明灯损坏及无营业执
照等问题。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能当场整改的当
场整改， 不能当场整改的立即下发 《责令整改通知
书》。 公安部门表示，下阶段还将开展开“拉网式”安
全检查，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
行“回头看”行动。

禁毒知识进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粟倩文 ）为进一步加大禁毒教

育宣传力度，增强居民对毒品的认知力 、辨别力 ，根
据全县队伍教育整顿统一部署，近日，会同县公安局
侦查中心民警到县东门社区开展禁毒宣传进社区活
动。

活动中，民警向社区居民讲述了毒品的种类、毒
品的基本特征、 毒品的危害性及防止毒品侵害的最
有效、 最积极的办法， 引导群众参观仿真毒品模型
等，并对在场群众提出的问题与意见进行一一回答。
针对极具欺骗性和诱惑性的新型合成毒品， 特别是
“奶茶”“咖啡”“神仙水”等改变包装、外形的，民警用
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讲解。

怀化市公安局召开队伍
教育整顿查纠整改部署会

把办证窗口“开”在群众需要的地方

本报讯（通讯员 罗佳）“让这只
可爱的小动物回归大自然是最好的
选择。 ”近日，芷江侗族自治县公安
局岩桥派出所与辖区村民合力解救
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毛冠鹿。

“警察同志你们快来，我家里突
然跑进来一只不知名的野生动物 ，
现在被困住了，我担心是国家保护
动物，不知道怎么处理。 ”一天晚上

8 时许， 岩桥居委会小岩桥组一张
姓村民向派出所民警报警。 民警赶
至现场发现， 该动物体长 0.9 米左
右，重约 20 公斤，额部有黑褐色毛
簇，腹面带白色，弹跳能力极强。 经
现场查资料初步断定， 系经常活动
在海拔 1000 米—4000 米之间山上
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毛冠鹿。 因毛
冠鹿并未受伤， 民警随即决定将它

转移至无人居住的深山中进行放
生。

近年来， 岩桥派出所通过多种
形式开展野生动物法律法规知识的
宣传， 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对
野 生 动 物 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认
识 ，辖区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
识不断增强 ，形成了共同保护野
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

“断卡行动”显成效 9人犯罪团伙落网

警民合力解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图片新闻

■教育整顿进行时


